NOTEBOOK 灵感笔记

潮流卫浴

面积
6-7㎡

拆除
1000元

硬装

耗时
8-10天

⩾ 20000元

Bathroom Trends

人工
⩾ 5000元

总价
⩾ 26000元

想要高冷的卫浴风格，素
色大理石是一个绝佳选
择，大面积使用黑灰色瓷

从风格、材料、价格、耗时各方面来考量，我们提出这些适合浴
室改造的建议，仲夏之际，用最新的浴室灵感来装饰你的家吧。

砖其实并不会让空间变
小，这只是人们对深色的
误解，其实用好黑色反而

文 马克 编辑 王琳 图片提供 各品牌

1. 暖与冷
说到浴室，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大理石。大理石经常被认为拥有冰冷、高
贵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属性，但选对纹理也可以瞬间让浴室空间变得秀色可餐。
因为把厚重的石材加工成薄片时，呈现的效果经常让人垂涎欲滴。例如图中Decus
Interiors的设计师兼创始人Alexandra Donohoe在打造Woollahra House这个项目时，

摄影 Felix Forest

摄影 Felix Forest

会拉长空间的纵深感。

把涂有奶油的紫色玛瑙作为创作灵感，将浴缸镶嵌在红宝石纹大理石切片中，浴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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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刻变得可口起来。www.decus.com.au

159

NOTEBOOK 灵感笔记

面积
3-4㎡

拆除
1000元

硬装

耗时
8-10天

⩾ 12000元

饱和的色彩和珍珠晶体造就了Made a

人工
⩾ 3000元

总价
⩾ 16000元

Mano品牌Cristalli系列瓷砖独特个性的外
观。水晶被浇注在瓷砖上，并手工使用刷
子展开，形成一个晶莹剔透的表面。

2.
粉色遐想
在这两个空间中，俄国的Crosby Studios设
计团队使用了不同饱和度和灰度的粉色，作
为卫浴空间的设计主导。左上图中使用漫反
射程度相似的不同粉色材料来装饰整个空间
的各个部分，让卫生间具有完美的整体感。
如果担心自己在改造类似空间时，材料质感
上的差异会让空间显得缺乏整体感，建议使
用质量较好的汽车喷漆来均匀地喷在不同材
料的表面，这种设计很适合面积较小的卫浴
空间。右图中，恰到好处地利用了两种粉色
材料的质感和灰度差，在视觉上营造出了完
美的纵深感。黑色的轮廓线条强化了脏粉色
空间缺少的阴影，因此粉色和黑色的搭配，
一直是经典又不易出错的选择。
Crosby-studios.com

极强。Cristalli系列由19种不同的固体颜色组成，为凉爽优雅
和多彩勇敢的室内空间专门打造。madeamano.com

160

图片提供 Crosby Studios

了同样的色调，色彩鲜艳并且色调各异，使瓷砖贴面立体感

图片提供 Made a Mano

虽然每片Cristalli瓷砖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但每一个订单都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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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提供 Made a Man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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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蓝色瀑布
相比较规矩的瓷砖拼法，常见的鱼骨拼
和人字拼更能让人眼前一亮，选好两种
色系，在纵向的视觉轴上用不同颜色混
搭出渐变的效果。图中一整面墙延伸
到地面都使用了Mandarin Stone品牌的
Marble系列石材砖，营造出了一片纯净
的蓝色瀑布飞流直下的效果。这种石材
砖是一种极其致密和坚固的材料，有蓝
色、灰色的基调和迷人的白色亮点。
mandarinstone.com

3. 摩洛哥风情

Norm Architects设计团队，用富有灵动纹理的灰色瓷砖材料，大

Ossido系列可能是Made a Mano品牌最富有艺

面积使用在卫浴空间中，如右下图，虽然没有丰富的色彩在其

术风格的瓷砖系列，如上图。玻璃混合多达12

中，但在视觉上非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不易产生审美疲劳。整

种不同的颜色烧在一起，每个瓷砖都有自己独

个空间大气稳重又带有一丝异国风情。normcph.com

特的表达。在燃烧过程中，釉彩与熔岩中的金
图片提供 Norm Architects

属发生氧化反应，创造了无法被模仿的颜色。
艺术釉的成品与样品总是不同的，但在空间的
装饰上，总会有惊喜、不可复制的独特效果。
madeamano.com

拆除
1000元

硬装

耗时
6-8天

⩾ 12000元

人工
⩾ 3000元

总价
⩾ 16000元

Zelige系列瓷砖，左下图，使墙
面有了波浪般的色彩，让家中的
卫浴空间立刻有了来自摩洛哥的
异域风情。cletile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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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提供 clé

来自clé品牌的明亮的蓝绿色

图片提供 Mandarin Stone

面积
4-5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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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师Sadie Nelson使用防水石膏让这个卫浴空间呈
现出一个完美的视觉效果。用一种特殊的抛光工具
让材料本身的极简主义与丰富纹理达到平衡。

5. 城市勇士

面积
5-6㎡

拆除
1000元

硬装

耗时
8-10天

⩾ 80000元

一个极简主义的空间非常容易把人带入

选对最佳的材质，创造出一个完整又似

4. 饮水思源

乎在视觉上略有变化的空间。防水的石

说到“滴灌系统”，可能会让很多人

膏材料在北非的使用成熟度非常高，选

感到困扰，不自觉会想到一个难以操

择它来打造卫浴空间会给家中带来不一

作的庞大工程。其实植物墙的滴灌系

样的体验。正如这两个项目所展示的，

统并没有那么复杂。

一个无菌干净的环境中。为了完成一个
具有拆除感的城市化美学区域，一定要

人工
⩾ 8000元

总价
⩾ 89000元

纹理交织丰富又有粗糙石膏质感的墙壁
和地面，把一种异域的生活美学无缝融
入在现代的都市情感中。这种石膏材料
非常实用，尤其是在浴室，它不仅耐
用、防水，并且可以根据你想要的纹理
摄影 Alexander James

来施工。关键是这种材料对后期的维护
需求度很小，使之成为一个非常便利的
选择。

6. 天堂浴室
图中项目是由总部位于伦敦的MWAI建筑事务所设计完成。浴室的亮点

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是让小浴室感觉更宽敞
的好方法。Mark Lewis室内设计工作室把这个
小套房的天花板换成了大片的屋顶灯。在泥浆
的无缝处理上促成了小空间的完整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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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影 Rory Gardiner

是仿古墙壁，灵感来自罗马建筑，使用由3种不同类型的卡拉拉大理石
组成的特制小格式六边形马赛克打造。窗前的碗形水槽是用大理石雕成
的，镶在光滑的大理石台面上。目的是提供一个更有趣味感的客卫空
间。最终在浴室的墙壁上展现出一种柔和、灰色的光学幻觉，搭配上古
铜卫浴配件，整体效果非常简洁优雅。www.mwai.co.u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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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
3-4㎡

拆除
1000元

硬装

耗时
8-10天

⩾ 15000元

人工
⩾ 2000元

总价
⩾ 18000元

8. 温暖水磨石
近两年水磨石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中，这
种制作工艺是将石子嵌入水泥混合物中，再
用水磨去粗糙表面而形成的平滑表面。水磨
石的优点有很多，例如它防尘防滑的能力可
以达到大理石的品质，表面的硬度也很高，
并且可以随意拼接花色，不开裂也不怕重
压，更不会收缩变形。耐火、耐老化、耐污
损和腐蚀，关键是没有任何异味和污染。优
点不胜枚举。用水磨石打造一个卫浴空间再
适合不过了，冷色墙面搭配上玻璃和金属，
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搭配暖色泛光，空间必然
会呈现出温暖、利落的效果。

面积

6㎡

拆除
1000元

硬装
⩾ 20000元

人工
⩾ 6000元

在其他色彩的墙面上也使用了带有金属高光

耗时

总价

8-10天

⩾ 27000元

节，结合色彩的鲜艳让整体带有奢华效果。

的卫浴配件与之呼应。整栋楼都有金色的细

7. 彩色高光
在浴室中，黄铜色是一种时尚前卫的装饰
材料。按比例适当地添加在空间里，会增
加整个浴室的温暖度和魅力。常驻在巴塞
罗那的室内设计师Miriam Barrio，在打造
这栋豪华的全彩色项目时，在卫浴空间用

miriambarrio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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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影 Jose Hevia

墙面互为呼应，相得益彰。

摄影 Jose Hevia

金属质感的瓷砖筑起一面防溅板，与绿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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